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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48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力永磁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6 

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

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谢志宏 董事 工作 蔡报贵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金力永磁 股票代码 300748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鹿明 赖训珑 

办公地址 
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 81

号 

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 81

号 

电话 0797-8068059 0797-8068059 

电子信箱 jlmag_info@jlmag.com.cn jlmag_info@jlmag.com.cn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780,263,209.14 615,906,838.47 26.6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58,902,642.59 52,182,405.44 12.8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53,969,345.67 44,035,789.80 22.5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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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3,160,369.22 40,631,228.90 -67.6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4 0.14 0.0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4 0.14 0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.28% 6.38% -1.10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2,212,471,912.66 2,070,299,722.99 6.8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,124,897,779.14 1,111,491,991.61 1.21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,519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江西瑞德创业投

资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36.58% 151,211,000 151,211,000   

金风投资控股有

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14.51% 60,000,000 60,000,000   

新疆虔石股权投

资管理有限合伙

企业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7.26% 30,000,000 30,000,000   

赣州稀土集团有

限公司 
国有法人 6.53% 27,000,000 27,000,000   

深圳远致富海九

号投资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6.14% 25,400,000 25,400,000   

上海尚颀德连投

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3.43% 14,169,500 14,169,500   

北京金禾永磁投

资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2.54% 10,496,750 10,496,750   

中国-比利时直

接股权投资基金 
国有法人 1.87% 7,741,932 7,741,932   

宁波梅山保税港

区金磁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30% 5,365,612 5,365,612   

中信证券投资有

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04% 4,308,000 4,308,0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（1）上述股东江西瑞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德创投”）为公司控股股东，

公司实控人蔡报贵、胡志滨、李忻农分别持有瑞德创投 40%、30%、30%的出资额，且

为一致行动人，其中蔡报贵持有新疆虔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新疆

虔石”）27.31%出资份额，胡志滨持有新疆虔石 31.43%出资份额，李忻农持有新疆虔石

17.96%出资份额；（2）上述股东北京金禾永磁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梅山保

税港区金磁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天津建银国际金禾股权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；（3）除上述股东外，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是

否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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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

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2019年5月2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调研，首先考察了公司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赣州稀土产业发

展情况。习总书记在公司考察调研时强调，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，也是不可再生资源。要加大科技创新

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，延伸产业链，提高附加值，加强项目环境保护，实现绿色发展、

可持续发展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持续聚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，专注于风力发电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、节能

变频空调、节能电梯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五大核心应用领域，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保持增长。报告期内，

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,026.32万元，同比增长26.69%；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,890.26万元，同比增

长12.88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,396.93万元，同比增长22.56%。 

报告期内，受益于国内风电行业需求增长以及公司海外风电业务的增长，公司风电领域收入较去年同

期大幅增长逾130%，公司风电磁钢领先供应商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。面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，公司多年

以来一直深耕国际市场，2019年2月，公司收到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《零件定点书》，公司成为其大

众集团“MEB”纯电动平台项目的稀土永磁材料供应商，将对公司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产生积极影

响。2019年4月，公司作为受邀企业参加博泽集团“全球创新日”技术交流活动。2019年7月，公司获得全

球著名增长咨询公司Frost & Sullivan弗若斯特沙利文颁发的“2019沙利文中国新经济奖”。2019年7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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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荣获“2018年度江西功勋企业”荣誉称号。 

2019年，公司将继续秉承“创新、超越、感恩、共享”的核心价值观，践行“技术领先、质量可靠、交付

准时、管理（服务）升级、资本助力、跨越发展”的经营理念，专注于风力发电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

件、节能变频空调、节能电梯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五大核心应用领域，积极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，以满足

更多、更高端的客户需求，力争成为世界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领军企业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 

 

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蔡报贵 

2019 年 8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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